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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 

109 年第 3 次醫品病安負責人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 13：00 

地點：中正四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主席：周元華主任                                  記錄：丘中興專員 

出席單位暨人員：應到 47 位，實到 38 位，出席率 81% 

心臟內科 張俊欽主治醫師 胸腔外科 洪榮志主治醫師 

一般內科 張景智主治醫師 一般外科 王心儀主治醫師 

血液科 唐振育總醫師代 重建整形外科 陳梅君主治醫師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陳涵栩科主任 兒童外科 蔡昕霖主治醫師 

過敏免疫風濕科 曹彥博主治醫師 眼科部 林伯剛科主任 

腎臟科 楊智宇主治醫師 急診部 范渚鑫主治醫師 

感染科 黃祥芬主治醫師 骨科部 王建順主治醫師 

輸血醫學科 林烱熙主治醫師 胸腔部 陳燕溫主治醫師 

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曾顥睿醫師代 核醫部 丁建鑫主治醫師 

內視鏡診斷暨治療中心 王彥博主治醫師 皮膚部 李定達科主任 

泌尿部 瞿琤醫師代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葉建甫主治醫師 

麻醉部 郭怡敏主治醫師 神經內科 蔡孟儒總醫師代 

藥學部 林家潔藥師 神經外科 吳昭慶科主任 

口腔醫學部 施文宇科主任 重症醫學部 吳承學主治醫師 

護理部 桑穎穎督導長 高齡醫學中心 黃安君主治醫師 

身障重建中心 林佩欣科主任 婦女醫學部 屠乃方科主任 

放射線部 吳嘉紘主治醫師 傳統醫學部 林虹均醫師代 

病理檢驗部 潘競成科主任 腫瘤醫學部 陳一瑋主治醫師 

家庭醫學部 劉瑞瑤主治醫師 品質管理中心 羅宇成主治醫師 

復健醫學部 江唯真醫師代 品質管理中心 黃文薰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曹嘉珞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陳美珠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歐陽欣宜組員 品質管理中心 金禹萱專員 

    

請假單位暨人員：    

胃腸肝膽科 李沛璋主治醫師 心臟血管外科 陳柏霖主治醫師 

健康管理中心 林崇棋主治醫師 乳醫中心 林燕淑主治醫師 

專責主治醫師病房 劉至民主治醫師 移植外科 陳正彥主治醫師 

兒童醫學部 許庭榕主治醫師 大腸直腸外科 王煥昇主治醫師 

精神醫學部 劉英杰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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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會議開始。 

貳、報告事項： 

一、 檢驗(查)危險值簡訊回覆情形 

（一）109 年 1-8 月危險值簡訊回覆情形如下列圖所示，依照本院規範，皆未

達閾值，請各位負責人將訊息帶回部科加強宣導。 

 

1.109年6-8月，連續三個月回覆率均達標單位如下： 

●內科部-血液科 91%、91%、89% 

●外科部 

 -兒童外科 89%、81%、87% 

 -整形外科 94%、81%、95% 

●骨科部 88%、86%、83% 

●重症醫學部 100%、100%、100% 

●高齡醫學中心 92%、84%、86% 

●腫瘤醫學部 100%、100%、100% 

●藥物治療科82%、84%、90% 

2.109年6-8月，連續三個月回覆率未達標單位如下： 

●內科部 

 一般內科 67%、46%、49%  

 胃腸肝膽科 70%、72%、69%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54%、73%、22% 

 過敏免疫風濕科 59%、48%、41% 

●外科部  

 一般外科 75%、70%、59%  

 心血管外科 54%、62%、47% 

●口腔醫學部 78%、44%、40%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46%、60%、45% 

●兒童醫學部 71%、67%、64%  

●胸腔部 78%、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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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部 43%、64%、56% 

●復健醫學部 50%、46%、14% 

3.109年1-5月，簡訊數量極少影響大的單位(* 表示當月無收到簡訊)： 

●麻醉部 0 % (0/2) 、100% (1/1) 、* 

●放射線部  *、 50%(1/2) 、9%(1/11) 

●核醫部  0%(0/1) 、0% (0/1) 、 *    

4. 本次將請復健醫學部於109年第3次委員會（109年10月8日）中做檢討報告，

另請胃腸肝膽科、耳鼻喉頭頸醫學部、眼科部、兒童醫學部等列席；另簡訊

數少的單位，請負責人再協助宣導。 

（二）本院各種危險值簡訊格式如下表，請各位負責人協助宣導。 

 

 

 

 

 

 

 

 

 

 

 

（三）簡訊回覆方式 

1.手機直接回覆簡訊。 

2.下載 APP(Android 系統)回覆。 

3.使用應用系統 SMSOT 功能回覆。 

（四）危險值通知與處置之回覆(SMSOT 功能)：從應用系統進入，點選

SMSOT，進行「危險值通知」與「後續處置」回覆作業。 

（五）109年9月起全院更換公務手機，請重新安裝 APP(員工行動 APP)，

如安裝或使用上有問題可以連絡本中心前往協助。 

（六）以上宣導事項請各位負責人協助於單位內宣導。 

主席補充說明： 

監測目的並非究責，是希望能透過數據呈現，讓問題得以浮現。請各位負

責人除了宣導之外，也可以協助品管中心找出單位內未能達標的原因，進

行改善。 

二、 病危病人電子交班執行情形 

（ㄧ）108 年 8 月-109 年 8 月加護室及一般病房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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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6 到 8 月)一般病房交班率僅 7 月份達到閾值 90%；加護病房均達

閾值。 

一般病房病危病人 6-8 月病危電子交班率未達標單位如下表： 

科部 
應交班

天數 

 已交班

天數 
交班率 科部 

應交班

天數 

 已交班

天數 
交班率 

HEMA 854 760 89% CTC 481 383 80% 

DENT 34 30 88% PEDD 49 36 73% 

GERM 107 94 88% META 59 41 69% 

GM 78 68 87% PSY 12 8 67% 

CVS 23 20 87% TS 6 4 67% 

OBGY 112 97 87% NS 14 8 57% 

PMR 14 12 86% CTOM 8 4 50% 

CMD 2014 1724 86% ENT 10 1 10% 

AIR 79 67 85% RAD 1 0 0% 

NEPH 198 166 84%     

 

加護病房病危病人 6-8 月病危電子交班率未達標單位如下表： 

科部 應交班天數 已交班天數 交班率 

NCUA 1686 1506 89% 

ICUA 1133 1005 89% 

ICUC 687 607 88% 

EICU 353 309 88% 

其中 ICUA 相較於上一季交班率(66%)本季已有提升。 

主席補充說明：目前品管中心監測的是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這是醫院評鑑重點

項目之ㄧ，請負責人協助宣導同仁確實執行病危病人交班。 

負責人意見(一)：為何處罰主治醫師？ 

品管中心說明: 電子交班獎懲係經委員會中討論決議通過，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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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子交班率依醫務企管部績效管理組主治醫師工作獎金二評核標準進行加分。 

2.電子交班率低於 90%則扣發主治醫師工作獎金，依一般病房及加護室分別計

算，計算方式如下： 

(1).一般病房：部科電子交班率低於 90% →該部科之主治醫師電子交班率低

於 90% →扣發主治醫師之工作獎金，以(應交班次數-合格交班次數) 

      × 50 元計算，上限 1000 元。 

(2).加護室：加護室電子交班率低於 90% →該加護室之主治醫師電子交班率

低於 90% →扣發主治醫師之工作獎金，電子交班率高於等於 80% 

      但低於 90% ，扣發 250 元，電子交班率低於 80%，扣發 500 元。 

主席：處罰並非本意，請各位負責人協助找出未達成的原因，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解決，以提升交班率。 

負責人意見(二)：是否可以由發病危的隔一天或病危結束前一天才需要進行交班？ 

品管中心說明：依作業規範，交接班時間規則說明如下： 

1. 正常上班日於當日晚上 12 點以前完成建立交班紀錄，於隔日早上 8 點以前完

成接班紀錄。 

2. 遇假日及國定假日，於隔日早上 8 點以前完成建立交班紀錄，於隔日中午 12

點以前完成接班紀錄。 

負責人意見(三)：解除病危當天應該不用交班。 

品管中心說明：考量臨床實務狀況，下班時間後(17:30)才新開立病危醫囑的病危

病人，當日不須進行病危病人電子交班 ; 取消病危醫囑當日，不需進行病危病人

電子交班。 

三、各類指標填報繳交情形 

（ㄧ）部科別指標填報情形。 

3 月未填 泌尿部 

7 月未填 骨科部 

8 月未填 身障重建中心、心臟內科、內分泌新

陳代謝科、健康管理中心、兒童醫學

部、重症醫學部、復健醫學部 

7、8 月未填 移植外科 

6、7、8 月未填 整形外科、直腸外科、口腔醫學部、

急診部、核醫部 

5、6、7、8 月未填 整合醫學科 

3、4、5、6、7、8 月未填 精神醫學部 

1、2、3、4、5、6、8 月未填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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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風險高技術醫療技術操作查核表填報情形。 

▓108 年 

12 月未繳交 一般外科 

1 月未繳交 婦女醫學部 

▓109 年 

2 月未繳交 內視鏡中心 

7 月未繳交 輸血醫學科 

6 月未繳交 口腔醫學部 

5 月、8 月未繳交 婦女醫學部 

3、4 月未繳交 泌尿部 

6、7、8 月未繳交 放射線部 

5、6、7、8 月未繳交 骨科部 

3 - 8 月未繳交 精神醫學部 

1 - 8 月未繳交 核醫部、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神

經外科 

（三）請各負責人協助於 109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上述資料繳交。 

四、醫療品質改善案(TQM)繳交情形 

（一）依據本院「全面品質管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總院各一級醫療單位及

各分院依單位基本提案數提出具體、可行且可量化之改善案。 

（二）本年已發文公告(北總品字第 1093900018、1093900075 號函)，應於 3 月

6 日前上傳提案、7 月 15 日前上傳期中報告，紙本經長官核章後傳送至

品管中心。 

（三）以下為尚未繳交提案或期中報告單位： 

▓未繳交提案： 

1. 眼科部(缺一案) 

2. 放射線部(缺一案) 

3. 腫瘤醫學部 

▓未繳交期中報告 

1. 胃腸肝膽科(李懿宬主治醫師) 

2. 移植外科(林釀呈主治醫師) 

3. 胸腔部(葉明玲護理師) 

4. 急診部(吳哲侃主治醫師) 

5. 泌尿部(鍾孝仁主治醫師) 

6. 麻醉部(丁乾坤科主任) 

7. 精神醫學部(楊凱鈞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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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射線部(陳俊谷科主任) 

9. 婦女醫學部(林宜珈主治醫師) 

10. 口腔醫學部(吳詩韻主治醫師、何怡青主治醫師) 

11. 神經內科(紀乃方主治醫師、蔣漢琳主治醫師) 

（四）請於 10月 2日前至TQM 系統上傳內容(本年度改善案預計 10月底結案) 

五、 近期再入院回覆理由作業資訊化說明 

（一）近期再住院指標定義：同一病人前次住院出院日期與後次住院日期相

隔小於或等於 14 天之個案，可分為計畫性與非計畫性二類。 

（二）近期再入院個案由資訊系統自動根據上述條件認定。經認定為近期再

入院個案者，醫療作業系統會提示並請醫師填覆再入院理由。若病人已出

院者，醫師可從行政系統查詢個案及補登再入院理由。 

（三）統計今年資料，計畫性再住院個案數佔 65%；非計畫性再住院個案中，

與上次病情不相關者佔 20%，與上次病情相關（如感染、出血、家庭因素

等）佔 10%。餘 5%為臨床端未回覆再住院理由。 

（四）針對未回覆再住院理由之個案，109.7.20 前品管中心每周寄發紙本病人

清單給各主治醫師後，由醫師紙本回覆。於 109.7.20 後改為紙本通知、線

上回覆。109.9.15 後系統功能優化，改為每周一寄簡訊通知提醒目前累計

未填案例數後，請醫師線上回覆，全面電子化。 

（五）原輸入方式需逐筆輸入病歷號查詢，品管中心需發放紙本告知已出院

且尚未填寫理由之病人病歷號供醫師再輸入查詢，過程繁複。109.9.15 新

增「依醫師燈號一鍵查詢所有出院病患近期再入院名單（功能 9）」功能，

大幅簡化作業。 

（六）請各負責人協助宣導本作業事宜：醫師應於病人住院過程中，於醫療作

業系統提示時填覆再住院理由；若病人已出院仍未填者，則於收到提醒簡

訊後至醫師行政系統補填再住院理由。 

主席補充說明：本項作業革新除了提供更便利的作業方式，同時也提升資料的準

確度。請各位協助宣導。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語：醫品病安負責人會議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壓力，任何問題都可提

出的前提之下，讓大家進行充分的意見交流，以解決問題。希望未來會議

進行的過程中，討論能更加充分，問題解決之後才會不斷的進步。另外，

羅醫師的加入讓本中心資訊智慧化的腳步得以加快，他建立的 EWS(早期警

示系統)已經在系統上運作，可以協助醫護同仁精確掌握病人的病況並及早

因應。如果各位及單位內同仁需要相關資料發表論文，本中心都很歡迎來

申請。也希望透過各位的協助能讓本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能越來越好。 


